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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登

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各级政府的投入不
断增加 ，一些贪腐 “黑手 ”借机伸向了贫困户的
“脱贫钱”“救命钱”。近日，陕西省检察机关通报
了一批扶贫领域腐败案，涉案25人绝大部分是村
“两委”干部及工作人员。

此类腐败案发有其共性：大多发生在资金分
配发放、使用末端，“蝇贪们”通过隐瞒、虚报、截
留手段侵吞资金，而且窝案串案现象突出。比如，
媒体就报道过外省一起由专门团伙行骗、村干部
游说、县镇干部审批放行的窝案，骗取危房改造
资金222万多元， 其中竟有7名公职人员和6名村
干部涉案。类似向扶贫资金伸黑手的案件，在我
省也有过曝光。

扶贫资金被侵占， 有涉案人员法纪意识淡
薄、道德底线缺失的原因，监管不到位也是不容
忽视的因素。

一是群众监督难实现。目前农村大多数青壮
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的老、弱、病、残群体，文化
程度低，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差，看不懂扶贫政
策。再加上扶贫事项不公开、假公开、半公开，使
一些基层“蝇贪”有空子可钻。

二是上级监督难到位。扶贫资金存在重下拨
轻监管的倾向，资金使用是否确有其事，分配对
象是否确有其人，金额是否到人到户等，很多时
候未能实现动态监管，也未做足后续跟踪，给权
力滥用留下了空间。

三是职能交叉、监管不实。扶贫参与部门多、
管理有交叉，部门资金审批、下拨、流转、使用缺

乏细则，很容易出现监管主体彼此推诿的现象。
让精准扶贫里的贪腐“见光死”，最重要的就

是要在公开和精准管理上下足功夫。
首先是公开。村务公开内容必须保持“常新”

和透明，公开事项内容要做到准确无误，尤其是
一些重大事项、重大开支，更应避免走过场，让群
众知晓扶贫政策和资金流向的真实情况。

其次是创新管理、精准到位。完善扶贫资金
事前、事中、事后的常态化、全流程监管。资金流
向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建立纪检、审计和资
金安排部门之间的联动监督，每一个环节“有多
双眼睛看着”，扎紧篱笆。同时，推进“互联网+监
督”，编制扶贫项目、资金的大数据平台，千里之
外轻点鼠标便能实现从审批、发放到使用的情况
反馈。

曾晚生

经省委批准， 湖南省纪委日前对
原纪检监察四室主任曹明强涉嫌严重
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查处曹明强案的
典型意义在于， 省纪委再次向全社会
释放了正人先正己、 律己贵在严的强
烈信号，彰显了刀刃向内、自清门户的
勇气和担当。

曹明强曾长期在省纪委多个岗位
工作，本应更加知纪守纪。然而，在权
力和诱惑面前， 却迷失方向、 丧失底
线， 正应验了所谓 “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曹明强一案充分说明，在纪检监察
机关工作不等于进了保险箱，退休也不
意味着安全着陆； 如果不严格自律，就
会坠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自律，首先要在小事上自律。一个
人不能在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的地方
而放松自我要求， 也不能因为是细小
的事情而无所顾忌。 许多巨贪都是从
贪图小利开始的。 党员干部要实现自
己的理想， 就必须从一件件微不足道

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做精致、做完美，
在做好小事中服务群众、 树立干部良
好形象。

自律，就要摆正义利观。目前不少
基层干部觉得政治上没有奔头， 经济
上没有甜头，得过且过、怨天尤人，总
认为组织亏待了自己。其实，拥有体制
内这个平台， 相比普通群众已经够幸
运了，要珍惜，更要知足，应当事事处
处把人民利益举过头顶， 对照党纪国
法的要求克制自己的私欲。

自律，还需把握好业余爱好。考验
总是存在，“围猎”此起彼伏。党员干部
对业余爱好要把握好度， 防止热衷于
灯红酒绿，沉湎于低级趣味，更要防止
一些人投其所好。

自律，更要敬畏法度。俗话说，“没
有框的玻璃容易碎”。法纪既是“紧箍
咒”，也是“护身符”，是各级干部的“安
全网”。法纪意识强 ，思想上有红线 ，
行为上有底线，用权时才不会去触碰
高压线 。自由快乐之人 ，必是敬畏法
度之人。

关育兵

据报道，为厉行节约、杜绝“舌尖
上的浪费”，4年前全国各地的许多大
型餐馆推出了 “半份菜”“小份菜”。但
近日有媒体在采访调查中发现，“半份
菜”“小份菜”已悄悄从菜单里隐退，不
少商家免费打包的承诺也不再作数。

“半份菜”，或比半份菜量稍多的例
份菜，是餐饮行业推广“光盘行动”的有
效探索。如今，“光盘行动”进入常态化，
“半份菜”“例份菜” 在许多餐厅却已悄
然消失。 其原因或主要是成本因素考
量。“半份菜”看似只是对整份菜的一分
为二，但因工序与用时丝毫不减，如果
只定半价，商家感觉利润少，划不来；如
果高于半价，消费者又不会买账。

其实，“半份菜” 是否就一定是赔
本买卖呢？这需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从餐饮业的角度来看，推出“半份菜”
“小份汤”其实是很划算的选择。在一
些饭店里，尤其是辽菜、鲁菜等北方菜
系，为营造“大碗喝汤”“大块吃肉”的

氛围， 净上那些 “压根就没想让人吃
完”的豪爽菜品。不妨学学中外精品菜
馆的生意经， 给客人点菜时更多的选
择空间，比如按位起菜，比如按分量订
制、收费，都是既经济、又文明的营商
之道。

留住“半份菜”，也需要消费者祛
除“爱面子、穷大方”的心理。宴请者，
总觉得多一道菜多一份面子， 若是吃
得干干净净，那就一定再点，否则会给
人抠门、小气的差评。这仍是爱面子、
爱虚荣的心理作怪。走出“爱面子”的
狭隘，就要先迈过“不以浪费为耻”的
门槛，各方面要鼓励宴请以清爽简单、
少残留、不残留为荣的新风尚。

让“半份菜”成为餐饮常态，还需
要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制度层面的设
计。 抓紧形成舆论的合力， 曝光一批
“吃不了还不兜着走” 的反面典型；对
公款浪费严惩不贷， 对自费宴请的过
度浪费也予以必要的批评训诫等。如
此，方能共同推动我们的餐桌减重、面
子减负、人心减压。

聘“好人”当“民间河长”
这个可以有

李云勇

长沙市开福区聘请任菲莉等10位 “中国好
人 ”为 “民间河长 ”，组建起一支民间护河队伍 。
6月3日上午 ，“民间河长 ”接受了聘书 ，并发出
号召：“爱护地球、 维护生态、 保护环境是每一
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好人”当“河长”，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需要。
河流有什么问题， 哪一段河流需要重点整治，群
众往往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群众有智慧，群众
有力量，让群众护河要适当引导。谁来引导呢？排
在首位的当然是政府，同时也要发挥好群众心目
中模范人物的标杆作用。“中国好人”生活在群众
身边 ，严于律己 ，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通过
“中国好人”爱河、护河，能带来很好的效果。

“好人”当“河长”，是完善治理体系的需要。
“河长制” 是中央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
举措，从省级主要领导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 ，各级 “河长 ”形成治水 “责任链 ”，并由多部
门合作 ，各具使命 。从各地实践的情况来看 ，推
进 “河长制 ”不仅能改变河流环境 ，还能改变社
会心态 。因为党政首长领衔的 “河长制 ”能够唤
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遴选更多的 “民间河长”，
在环境保护的攻坚克难中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
是 “河长制 ”的深化与延伸 。“好人 ”也来当 “河
长 ”，把民间力量有效整合和调动起来了 。河长
制像一条串珠线 ，这种 “串珠线效应 ”正越来越
强大。

聘请“中国好人”做“河长制”的宣传员、信息
员、监督员、清洁员，其蕴含的正能量值得期待。

自律方得自由

“半份菜”好举措
别半路夭折扶贫资金需精准监管

� � � �近日， 新京报记者探访了一些打着养生旗
号的“辟谷修行班”。学员被要求在辟谷期内只
能喝水不能吃饭，以“服气”补充能量；辟谷“大
师”能点穴止饿、意念治病，学员们吸收“宇宙能
量”充饥减肥。不少学员出现体虚、乏力、胃酸、
呕吐等现象，导师称这是病灶反应。

辟谷作为一种传统的养生方法， 可能有一
定的理论根据， 但是其利弊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研究。对于老人、身体虚弱者，以及正常工作的
人来说，并不一定合适。养生的方法有许多，市
民应慎重选择。

文、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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